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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春耕大忙季节，在遂溪县城月
镇虎头坡村的盐碱地上，一株株耐盐碱
的海水稻秧苗随着插秧机“突突”作业，
整齐、快速地被插入地里。机耕路旁，与
海水稻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陈日胜不停
地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种植户的电话。

“都是来问我要种子的，今年我们基
地为种植户提供38个品种十余万斤种
子，耐盐碱稻种植面积将超过4万亩，越
来越多的盐碱地开始变成了良田。”望
着嫩绿的秧苗，陈日胜自豪地说，全国
11个省已经种植了他们团队研发的耐
盐碱水稻。

执着三十年攻坚缺粮难题
陈日胜毕业于湛江农业专科学

校，当过国企职工，现任遂溪虎头坡种
植专业合作社社长。1986 年，他陪同
湛江农业专科学校罗文烈教授在湛江
遂溪县普查红树林资源时，在海滩涂发
现了一株植物，它看似芦苇，但结了稻
穗，穗子尾端都长着一根长长的芒刺。
罗教授经过仔细观察鉴别后，认为这是
一株野生水稻。

“既然它能在海水里生长，如果能推

广种植，今后可以在海水里种植、推广出
大面积的海水稻，对人类的贡献将是不
可估量的……”罗教授的一席话，陈日胜
铭记在心里。为将这个梦想变为现实，
他为之奋斗了33个春秋。

1987年，陈日胜开始了他的试种之
旅。为了验证海水稻抗盐碱、抗病虫害
的特性，他不但在沿海滩涂试种，还把试
验延伸到内地的盐碱地区，足迹遍及广
东、海南、山东、黑龙江等省。他常年一
个人开着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每到一
个地方，陈日胜都会挖掘当地的泥土，寻
找本地的常规稻。在他位于虎头坡村的
实验室和办公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
瓶瓶罐罐，里面存放的全都是全国各地
的泥土和常规稻样本。

上个世纪末，陈日胜曾在云浮、桂
林等地搞林场、种果树，甚至养过虾，
将这些副业赚的钱投入海水稻研究
和育种。为了能够顺利研究海水稻，
他还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将资金投入
到研究中。“城里没有房产，没有存
款，之前做生意赚的钱也投入进来
了，现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陈日
胜笑着自嘲。

谈及为何能三十余年如一日地坚
持，陈日胜说，自己一方面是受老师的启
发，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少年时代的经
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在高中毕业

之前没吃过一顿饱饭，经常偷偷跑到外
婆家喝一碗粥后去上学。过上温饱的生
活，是陈日胜的愿望，现在这个愿望早已
实现。而将那一片片荒废的盐碱地变成
粮仓，解决人类粮食紧缺的问题，则是他
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让中国粮养活更多中国人
海水稻具有抗盐碱、抗涝、抗病虫害

的特性，不用施肥、除草，也不用施农药、
绿色环保等特点，一般亩产达160公斤
左右，最高亩产达230公斤。中国盐碱
地面积达15亿亩左右，其中有2亿亩具
备种植水稻潜力，如果都能种上海水稻，
按亩产量300斤计算，每年能多收入600
亿斤粮食。

在陈日胜看来，耐盐碱水稻不仅可
以养活更多人，还对土壤土质的改良具
有重大的意义。“种植耐盐碱水稻几年
后，土壤盐度能降到千分之三左右，变成
了一块好的耕地，为实现土地的高价值
利用奠定了基础。”

如今，陈日胜培育出来的耐盐碱稻
已在黑龙江、江苏、新疆、内蒙盐碱地上
试种成功。当年单一的野生海水稻培育
出了38个耐盐碱水稻品种。种植区域也
从遂溪海滩涂星火燎原至全国，并抵达
遥远的非洲。最令陈日胜自豪的是，今
年深圳市还专门将他的种子纳入援疆扶

贫项目采购清单，将种子发放给新疆地
区的贫困户种植，带动当地群众脱贫。

成果来之不易，背后蕴含着无数挫
折和心酸。早在1987年，陈日胜用采摘
到的种子在遂溪的海边进行育秧。涨潮
时，随着潮水游上来的海鱼把没有围起
来的秧苗吃了个精光，只有一小块因被
渔网围着而幸免于难。2012年，他从北
京购入一千多斤种子用于研究，但最后
这些种子却被盗取，多日的辛勤几乎被
毁于一旦……

然而这些挫折不仅没有击垮陈日
胜，为了让高盐碱度的土地上长出稻穗，
陈日胜不仅在全国各地的盐碱地上试
种，还只身一人远赴非洲，在撒哈拉沙漠
深处反复试验种子的耐盐碱性。最终，
他成功在高盐碱地里种出了水稻。

耐盐碱水稻品种培植成功后，有专
家出高薪聘请陈日胜参与外国耐盐碱水
稻的研究工作，被陈日胜一口拒绝了：

“培育耐盐碱稻的专利技术都是中国的，
没有国家的允许，我不能私自将专利技
术传给他人。”

除了继续培育优化耐盐碱稻种之
外，今年他还将和粮食加工企业合作，准
备对耐盐碱稻进行精深加工。“口感好
的，上市做粮食。口感不太好的，提取活
性物质，这个活性物质可以做药用，也可
以做保健品。”

本报记者 何有凤
实习生 林晓漫

誓让盐碱地变良田
陈日胜致力研究培育海水稻三十余年——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陈彬
文秀兰）5月5日，一名女子在坡头区南调
路段骑电动车不慎翻车摔伤，坡头巡警大
队及时救助，受到群众交口称赞。

当日上午9时许，巡警大队队员李康
文、庞尔那、潘康瑞在南调路段巡逻，巡至
北山路口处，发现路边一辆电动车侧翻倒
地，一名女子坐在地上表情痛苦，巡警队
员立即上前救助，将伤者和电动车一并扶
到路旁。

细心的巡警队员发现该女子的膝盖
和脚背擦伤流血，随即到附近药房买来消
毒水、棉签等医药用品，帮助伤者处理伤
口。过往群众见此情景，纷纷投来赞许的
目光。经了解，该受伤女子为坡头区一中
老师，因阴雨不断，路面湿滑有积水，电动
车经过此处轮胎打滑不慎侧翻。巡警队
员将受伤女子护送到坡头区一中医疗
室。该名受伤女老师对巡警队员的热心
救助表示由衷感谢。

雨天电动车侧翻
巡警及时救助

本报讯（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蔡明）5
月5日，记者从遂溪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获悉，全县347个村（社区）全面建成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县每万人拥有室内
公共文化设施面积为2826平方米，为群众
性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极
大的便利。

遂城镇桃溪村文化服务中心是遂溪
县347个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之一。近年来，该村在上级部门的支持
下，集资建起集宣传、文化、教育为一体的
文化服务中心，成为村民文化娱乐的好去
处。桃溪村干部陈正华说：“建成文化服
务中心后，群众比较满意，在大的喜庆节
日都组织举行一次文艺演出，平时每天晚
上都有村民自发组织的歌舞队来这里唱
歌跳舞，村民多数聚集到这里来休闲娱
乐。文化服务中心在没有建设好之前这
里都很安静。现在，每天晚上这里热闹得
很，村民的生活品位和情趣提升了，村风
民风更文明了，我村先后被评为‘湛江市
生态文明村’、‘湛江最美村庄’和‘广东省
文化建设标兵单位’。”

据了解，近年来，遂溪县积极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广泛发动群众和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多渠道筹措资金投入村级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县财政按每个
行政村（社区）4万元标准配套安排1388
万元到 347个村（社区），全县共投入村
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资金约1.85
亿元。各村通过“盘活资源、调整置换、
综合利用”的办法，依托农村的戏楼和文
化楼，统筹整合文化室、农家书屋、体育
活动场所和村内闲置学校、祠堂等场所
资源，合理规划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在推进建设过程中，突出以点
带面，把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和红色文化村建设相结合，以附城村、湾
州村、风朗村、墩文村、下洋村、河头村等
18条村为示范点，引导各镇村（社区）因
地制宜，全面有序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和红色文化基地。

目前，全县 347个村（社区）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覆盖率达 100%。同时，
全县 15 个镇积极筹措资金，全力推进
镇级文化站升级改造建设工作，共投入
资金 1800 多万元。此外，该县拟高标
准、高起点规划建设县文化中心，集县
文化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总规

划用地面积 61.2 亩，项目总投资约 1.4
亿元，首期投资 7000多万元，前期工作
正加快推进。县文化中心建成后，将与
遂溪孔子文化城实现资源共享、设施共
用，更好地满足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
需求。

遂溪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村级综合性文化服中心建
设，是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升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证。我县村
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已经实现了全

覆盖，347个村（社区）均建立群众自娱
自乐的场地和设施，真正做到‘有组织、
有队伍、有场地、有设施、有活动’，充分
调动群众的文化参与热情，切实改善和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极大地增强广
大群众的文化自信力。”据了解，该县将
充分利用好村级综合性的文化服务中
心平台，结合节假日及农村传统节日开
展独具地方特色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广
大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加强文化服务
中心的管理，更好地为群众性文化活动
的开展提供便利。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李梅英）
眼下，又到荔枝上市季节。5月1日，记者
到徐闻县迈陈镇北街村采访时看到，该村
村民郑妃梁家庭农场种植的110亩白糖罂
荔枝林，沉甸甸、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
荔枝园里到处欢声笑语，农户们正忙着采
摘、分装、过称、装运荔枝，到处是一派丰收
景象。据介绍，当天该农场开摘第一批白
糖罂荔枝2万斤，全部通过冷藏运输车运
往上海，销售价格达32元一斤。

“我们农场采取产销一体化经营模
式进行，减少中间环节，使荔枝从园地里
直接进入市场，能卖好价钱。开摘后，每
隔一天就采摘一批，预计可摘5批，到 5
月10日基本采摘完。”该农场负责人郑妃
梁介绍，开摘当天共有80多名工人参与
采摘、分装、过称、装运荔枝，每个泡沫箱
加冰装荔枝7斤，并通过冷链运输车直接
运往上海，这样可以保持荔枝原来的鲜
红色，风味不变。

据了解，郑妃梁以前一直在中山市创
业。2013年，他选择回乡创业。经过多番
调研和考察后，他通过土地流转，从2015
年下半年开始种植 110 亩白糖罂荔枝。

今年为收获的第一年，丰产丰收，亩产预
计1000多斤。2018年，他注册成立了徐
闻县红源荔枝专业合作社。下一步，他将
引导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加入合作社，
农民种植的荔枝由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
和统一销售，实行股份分红，带动村民致
富。同时他还将结合荔枝产业，规划发展
乡村旅游业，让游客来体验荔枝采摘乐
趣，助力乡村振兴。

“北街村白糖罂荔枝成熟上市早，销路
好，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
境。我们村位于徐闻县西部，日照时间长，
阳光充足，加上今年雨水少，果质非常好。”
该村党总支部书记刘开建介绍，北街村下
辖9条自然村，人口4000多人。以前村民
多数靠种植快速桉树为主，经济效益低。
近年来，该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引导村民
改变过去种植经济效益低的作物，通过土
地流转后，种植荔枝，发展一村一品产业，
带动乡村振兴发展。目前，该村种植荔枝1
万多亩,品种有白糖罂、桂味等。特别是当
地白糖罂荔枝上市早，是国内荔枝最早上
市的产区之一，吸引了许多收购商前来预
定收购,田头收购价达15元一斤。

进行时进行时

礼赞新中国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奋进新湛江

党报记者进百家

荔枝又飘香 农户采摘忙

北街村荔枝抢“鲜”上市，价格好果农笑。通讯员 李梅英 摄

徐闻
北街村记者走田头

火热湛江

遂溪347个村全面建成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打通农村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村民在遂溪桃溪村的文化室阅读书籍。 记者 殷翊展 摄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颜
荣生 通讯员陈志坚）5月5日，记者从麻
章警方获悉，麻章警方近日迅速侦破一起
寻衅滋事涉恶案件，刑事拘留3人。

4月26日凌晨2时许，麻章公安分局
太平派出所接到事主吕某某报警称，有六
七个人在其夜宵档口闹事，其中有2名男
子动手打砸他的档口，而引起纠纷的原因
只是菜里有一只苍蝇。经初步查实，4月
26日1时许，陈某利、陈某伟、陈某伦等7
人在吕某某经营的宵夜档里吃夜宵，陈某
利等人称发现菜里有苍蝇而与吕某某发
生纠纷，后陈某利、陈某伟2人动手打砸
夜宵档的桌子、冰箱、货柜等物品，陈某伦
则语言恐吓档主吕某某。

4月29日，在法律的威慑及警方的政
策规劝下，涉案人员陈某利、陈某伟迫于压
力到太平派出所投案自首，陈某登等3人主
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5月1日，最后一名
嫌疑人陈某伦也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经审讯，陈某利、陈某伟2人对其打砸夜宵
档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陈某伦对其
恐吓夜宵档档主的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陈某利、陈某伟、陈某伦3人因涉嫌寻
衅滋事已被麻章警方刑事拘留。

麻章警方侦破
一起寻衅滋事案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日前，廉江市
石城镇禁毒办联合该镇司法所，走进上县
村开展主题为“无毒青春 健康生活”的禁
毒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本次活动通过设立咨询点，向单位
职工介绍什么是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
毒品的危害等，现场展示15种毒品图文
展板，提高干部职工识毒辨毒能力。司
法所还结合近几年来全国、全省发生的
极个别公职人员涉毒、涉黑案例，告诫警
示他们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坚决杜绝涉
毒及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行为，并呼吁
干部职工积极主动投入禁毒及扫黑除恶
工作中来，自觉参与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活动，积极举报涉毒、涉黑犯罪违法活
动，创建和谐石城。

禁毒宣传进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江耀典 阙丹羽）湛江
某预备役旅高度重视预任官兵的思想政治
作风教育，预任官兵在突发事件中及时为
群众伸出援手，做好事蔚然成风。

4月23日，该旅组织长途行军拉练，
12时许，官兵顶着烈日行进至麻章区湖
光岩环湖道路时，正在游玩的湛江某学校
学生突发中暑晕倒。途经的五营官兵见
状立即利用部队所学的紧急救护技能，对
晕倒学生进行转移、降温等妥善处置，该
中暑学生最终清醒，转危为安。

4月 25 日中午 13时许，高州市南
塘茶亭路段，发生一起摩托车追尾小货
车的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头部、胸
部及四肢均受重伤而倒在血泊中。该
旅预任军官曾卡在休假归队途中看到，
立即果断停车，在初步检查伤员后，将
其转移至安全地带，避免二次伤害，直
至救护车到达。经检查，该伤员头部严
重擦伤，双侧肋骨骨折多达十根。曾卡
同志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事迹在当地
引起强烈反响。

做好事蔚然成风
湛江某预备役旅预任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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